
禽流感传人惊魂
前言 :1997 年香港禽流感传人

1997 年 5 月 21 日，一位三岁香港男童在医院死
亡，在医院期间他呼吸困难，上了呼吸机。他没
有和市场上活鸡接触的历史。只不过他读书的幼
儿园内养过一些小鸡和小鸭，他可能接触过这些
禽鸟。入院后他的病情严重和迅速恶化，医院当
局不知道确实死因，因此将病人的咽喉试子送去
政府化验所，化验出是流感病毒。但化验不出是
什么病毒毒株，在该化验所储存的流感毒株样本
中，没有和它相匹配的。
接著就把样本送到荷兰鹿特丹做进一步的化验。
据说因为香港方面没有要求紧急化验，因此鹿特
丹的化验所将它和其他地方送来的样本排期。到
了七月，将样本送到美国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
心，同样也没有要求紧急化验。
亚特兰大的流感监控中心每年都要化验各地送来
的流感样本，以便跟踪流感变种的趋势。这是制
造流感疫苗的前期工作，因为要估计下一季流感
出现的毒株是什么，制造出来的流感疫苗才会物
有所用。
负责化验香港样本的是 Nancy Cox，她化验出来
的结果是 H5N1 禽流感病毒。一个从来没有感染
过人类，只感染鸟类的流感病毒毒株。而差不多
同时荷兰鹿特丹化验出来的也是 H5N1 禽流感病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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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派科学小组来香港调查
美国疾控中心人员看到鸟类的禽流感病毒竟然能
够传染人类，吓了一跳。回过头来再化验香港化
验所还保存的样本，化验出来的结果也是 H5N1
流感毒株。
面对人类竟然会被禽流感病毒所感染，可能会有
严重的后果，因此在八月份派一组科学家来到香
港，目的是要实地调查样本中的 H5N1 禽流感病
毒毒株，究竟是引起男童发病死亡的病毒毒株，
还是男童的死是另有原因？
有一种可能性，是样本受到了污染。而样本受到
污染是有很多途径的，例如男童使用的呼吸机和
有关的工具，可能就是污染样本的来源。医院如
果一些员工是住在养禽类的农场附近，很可能会
把引起禽类生病的 H5N1 病毒带到医院。化验所
如果化验过禽流感，所用的仪器可能会有一些残
余的 H5N1 病毒毒株也可能会污染样本。
化验所如果化验过禽流感，所用的仪器可能会有
一些残余的 H5N1 病毒毒株也可能会污染样本。
接著的一个问题是男童真正的死因是什么？要确
定男童是感染了 H5N1 病毒毒株致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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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小组访问了治疗男童的医务人员和检查医疗
记录，发现男童患病前没有其他的病，而他的征
状就是典型的流感征状。
接著就是检查男童感染到H5N1病毒毒株的途径，
上面说到男童读书的幼儿园曾经养过的小鸡和小
鸭，但在科学小组来到时小鸡和小鸭已经死掉或
失综。科学小组还在学校收集一些东西拿回去化
验，三个月后得到的结果是没有发现 H5N1 禽流
感病毒。
科学小组还到广东省去检查，也没有发现异常的
现象。
病死的男童是五月发病，而香港一个月前是曾经
出现鸡瘟，两者有没有关系呢？科学小组也注意
这个问题。
科学小组回到美国以后，有的人继续研究香港的
禽流感传人事件，他们很紧张，害怕这就是 1918
年严重流感重来的前兆。 
香港 11月发生多起禽流感传人事件
9 月和 10 月过去了，香港没有出现新的 H5N1 禽
流感患者，但到了 11 月，香港又有人发病。而这
一次是接二连三出现多名患者，科学小组紧张了。
因为 1918 年流感有一种规律，第一次流行的流
感隐去后，半年后再来，后来的才是大杀人的流
感！
11 月开始有多名香港居民陆续患上禽流感。12
月 14 日位於九龙的长沙湾禽类的批发市场停业，
全港市场的卖鸡地点进行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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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3 日禁止大陆活鸡入口，在香港仔附近的
一个市场发现鸡粪内有 H5 抗原（这个时候香港
还不能检测 N1 抗原），於是进一步对全香港所有
市场的二千二百多个鸡档也大清洗。
这个时期的大清洗行动主要是由普通工人来做，
他们手戴胶手套，脚穿胶鞋，没有其他的防护设备，
甚至也没有戴口罩。如果地板上和鸡笼上鸡只的
排泄物有 H5N1 病毒，被清洁工入吸入气管内的
可能性很大。
没有清洁工人因此患上禽流感。
12 月 24 日靠近深圳，也靠近米埔自然护理区（供
候鸟栖息的保护区）的元朗大棠的一个养鸡场发
生鸡只大量死亡的事件。这个养鸡场养本地活鸡。
也有说是冬至节日（香港居民习惯在冬至节日杀
一只活鸡，但因为发生禽流感使鸡只销路大减）
卖不完的大陆鸡运回到那个养鸡埸。
12 月 24 日怀疑感染禽流感患者有三宗，25 日则
发生四宗，是单日感染最多的一天。香港渔农处
则在 25 日公布在香港鸡场抽取鸡血样本没有发现
H5 病毒抗原。27 日却发现病鸡有 H5 抗原。
香港杀了一百多万只活鸡
12 月 29 日开始香港进行杀鸡大行动，三天内共
杀鸡 130 多万只（也有讲是多达 150 万只），成
为世界性的新闻。这一次的全港杀鸡大行动 , 电
视上三日来播出大杀鸡的场面，报纸上说吓坏了
小孩的小心灵，实际上连成年人也会被吓坏。尤
其是看到大批小鸡被放进袋子里灌入二氧化碳，
那埸面实在是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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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的鸡只没有病征却全部屠杀是否有必要
呢？事隔多年，多数西方流感专家仍对香港的杀
鸡大行动赞扬备至，有的甚至说香港大杀鸡是救
了世界。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大杀鸡之前香港
再没有人患上禽流感为什么会如此呢？不知
道！就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十一月和十二月有那么
多香港人感染禽流感！
分析香港禽流感的患者资料
根据香港 12 月 26 日的报纸资料，是有 9 个证实
个案和 10 个怀疑个案，但我找不到详细的资料。
另一张报纸是 12 月 17 日的，列出六个证实个案
和三个怀疑个案。其资料如下所示∶
5 月 21 日  3 岁男童 死亡
11 月 7 日  2 岁男童 康复
11 月 24 日 37 岁男子 怀疑 
11 月 26 日 13 岁少女 危殆
11 月 29 日 54 岁男子 死亡
12 月 10 日  5 岁女童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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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2 日 24 岁女子 危殆
12 月 12 日  2 岁男童 怀疑
12 月 13 日  3 岁女童 怀疑 
上表中 12 月的 5、2、3 岁小童是表亲关系，据
说曾一起在放有鸡笼的停车场玩耍。11 月 7 日的
2 岁男童，和 11 月 24 日的 37 岁男子据说曾接
触活鸡，都康复出院了。其他的人没有接触活鸡，
13 岁少女后来死亡，有 2 人死亡。
在香港接二连三发生人患上禽流感的时候，鸡只
还没有发现患上禽流感。香港卖鸡、运鸡、杀鸡
的人员也没有发现感染禽流感。绝大部分到市埸
买鸡和买菜（也会经过当时是全开放的卖鸡埸所）
的人，也没有感染禽流感。
后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中，说香港共有 18
人患上禽流感，6 人死亡。在 18 人中有 17 人和
市埸上卖的活鸡有接触的历史。就是说十一月和
十二月患上禽流感的人都有和活鸡接触过，他们
的资料是从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香港官方和官学提供给世界卫生组织的
正式资料是怎样的，而根据我当时看报和看官方
网站的经验，和我手头上还保存的几张剪报，反
而没有确实证据禽流惑病人和市埸上活鸡接触过。
香港尽量减少菜肉市场上的活鸡摊档
如果按照香港传染病和病毒专家的意见，香港是
一定要禁止出售活鸡的摊档，认为这是为了香港
人的健康，一定要采取的措施。但香港人在过年
过节的时候习惯买活鸡，尤其是冬至和春节一定
要买活鸡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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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香港政府就采取中间路线，尽量减少菜肉市
场上的活鸡摊档。方法是高价收购商贩的活鸡摊
档牌照。
还有是禁止香港民众散养鸡鸭，即香港农村地区
不可散养鸡鸭，农村地区不再见到鸡鸭了，早上
再也听不到鸡鸣声了。
至于香港实行的大杀鸡行动，除了 1997 年 12 月
的那次大杀鸡以外，2001 年 5 月和 2002 年 2
月也杀过大约百万鸡只。一次销毁几千只至几万
只活鸡的次数更多。
香港在大杀鸡之前，禽流感忽然消失无踪。西方
的专家还是认为香港大杀鸡避免了人类禽流感大
流行，是拯救了世界。
平安无事几年以后，2003 年 1 月有一对父子到福
建省平潭县，二月回港，因严重肺炎入医院治疗，
父死子痊愈，并确诊为禽流感。
究竟这二人是在哪里感染禽流感呢？福建和香港
各有各的说法后来香港没有再出现禽流感传人 ,
而香港传媒说福建平潭县据再出现病人感染禽流
感的消息，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亚洲各国的禽流感惊魂
我一直想找出禽流感病毒令人发病和人传人的机
制，但找不到一个使我满意的解释。有一个解释
说禽流病毒感染的位置是在肺部深部的肺泡，不
会因咳嗽和打喷嚏把病毒传播到空气中。而人类
的流感病毒是通过咳嗽和打喷嚏把病毒传播到空
气中，使同室的人受到传染。根据美国疾病控制
中心的网站，在亚洲有两次怀疑禽流感人传人的
事件。



8亚洲各国的禽流感惊魂

一次是在 2004 年的泰国，一个妈妈长时间和近
距离照顾她的患上禽流感的儿子而被传染。另一
次是在 2006 年 6 月的印尼，一个人患上禽流感
以后把疾病传给家庭中的六个人，而受到感染的
一个小孩传染另一个家庭。不过传染过程没有再
继续下去。
香港自从 2003 年 2 月发现人类禽流感以后，至
今没有再发现人类禽流感。轮到东南亚的越南、
泰国、柬埔寨、印尼发生人类禽流感，其中以印
尼和越南最严重。
中国有时也会发生禽流感传人，直到 2009 年 8
月 31 日，共有 38 个禽流感传人病例，有 25 人
死亡。而最多的是印尼，有 141 个类禽流感病例，
115 人死亡。
越南有 111 个禽流感传人病例，56 人死亡。埃及
有 85 个禽流感传人，27 人死亡。2009 年是埃
及禽流感传人最多的国家，甚至有游客同时患上
禽流感和甲型 H1N1 流感的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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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禽类的 H5N1 流感连欧洲德国一个野鸟身上
发现 H5N1 病毒，也能成为新闻。总之禽流感新
闻不断，随之的也惊魂不断，大有禽流感这个亚
洲狼就要来危害世界了。
印尼和越南都是禽流感的重灾区，时时有人感染
禽流感，时时要杀鸡杀鸭，对养小量鸡鸭的农户
或卖鸡鸭的小贩，常常使他们血本无归。
中国发生H7N9 禽流感损失 400 亿元
2013 年 5 有中国发生严重的人感染 H7N9 禽流
感疫情，家禽业遭受重大冲击，广大养殖场户损
失巨大，已超过 400 亿元。
绝大多数感染的病例是在上海、江苏以及浙江三
地，但对鸡鸭恐慌的影响力遍及全中国，因此在
全中国造成的损失非常大，民众不敢吃鸡鸭，恐
慌心理非常严重。
上海、江苏、浙江的人口高达一亿、千万人，共
有 130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其中 35 人死亡，
相比人口总数是非常小的。
如果没有西方的禽流感传人理论，这些病患者都
当成是不明原因的肺炎，就不会引起全国性的大
恐慌。
香港政府的《禽流感疫情周報》
托美国之福，香港是第一个在 1997 年发现有人
感染禽流感病毒的地方，就是因为有美国的人类
感染禽流感病毒的理论，从 1997 年至 2015 年
的 18 年时间中，搞得亚洲和北非各国发生人类感
染禽流感事件，大杀鸡鸭，社会上人人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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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种理论，患病者都会被说成是患上人类
流感或不明原因的肺炎，就不会产生大恐慌情绪。
因为人类禽流感没有什么人传人的情况，如何把
疾病归类都不会影响患病和死亡人数。
香港政府是有一份《禽流感疫情周報》，报道香
港和世界的人类禽流感情况。从 2003 年至 2016
年世界各地的患病和死亡人数还比较大，后来就
非常少了。
从 2019 年 8 月 6 日至 2020 年 2 月 6 日的六个
月中，只是香港有一个 H9 病例，中国有二个病例，
印度有一个病例，都没有人死亡。
流感的亚洲狼没有来临，反而是流感的美洲狼在
2009 年来临了。

猪流感美洲狼来了
1997 年香港出现禽流感传人事件之后，一直到
2009 年，亚洲和北非各国发生多起人类禽流感，
每次都使当事国精疲力尽，人心惶惶，蒙受巨大
的经济损失。
在十二年的禽流感惊魂中全世界共有 440 个人类
禽流感，262 人死亡。
而 2009 年的墨西哥／美国猪流感传入南美洲的
巴西以后，在短短几个月后的 2009 年 8 月 28 日，
巴西已有 577 人患上猪流感的人死亡，死亡率为
0.29%，大大超过十二年全世界人类禽流感的死
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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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所示是猪流感的世界分布图，可看到亚洲和
非洲各国的流感死亡人数最少。
南美洲的猪流感死亡人数最多。八九月是南美洲
的冬天，是流感的高峰期。在南美洲的国家中，
巴西的人口最多，因此流感的死亡人数最多。其他
两个南美洲大国，阿根廷的流感死亡率是 1.08%，
智利的流感死亡率是 0.67%。这样的死亡率如果
和年年都会来临的季节性流感相比是很高的。
季节性流感的死亡率是 0.05%。而 1918 年大爆
发的 H1N1 猪流感的死亡率是超过 2.5%，不过
那时的病人主要是死於细菌性肺炎如发症，那时
还没有抗生素，而抗生素用来治疗细菌性肺炎是
很有效的。1957/58 年的 H2N2 亚洲流感，和
1968/69 年的 H3N2 香港流感的死亡率都少於
0.1%。不过还好中国的猪流感（世界卫生组织已
把猪流感正名为甲型 H1N1 流感）死亡率还很低，
并不比季节性流感的死亡率高，而且病死者还只
限於老年和长期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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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把一座酒店隔离七天
在 2009 年 5 月 1 日，香港当局因为有一位墨西
哥旅客被确诊为甲型 H1N1 流感，就对他住过的
湾仔维景酒店的住客进行隔离七天。
原住在该酒店的 386 名旅客可以有二种选择∶要
么留在酒店隔离；要么就去麦理浩夫人渡假村隔
离。身体不舒服的，则送去医院留医。
据一位被隔离者说，她们一家三口本来是趁著
五一劳动节假期带小孩到香港游玩，准备 5 月 4
日回国内。想不到一来到香港，第一天出外购物
后就被隔离了。
她说隔离的第一天她在房间大喊大叫，无法理解
为什么她们身体无事要关在酒店。被隔离的时候
要量体温，吃流感特效药特敏福，医生说特敏福
没有副作用，她才放心让小孩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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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所谓流惑的特效药特敏福真的是没有副作用
吗？当然不是！而特敏福的所谓疗效，是只能缩
短一天的流感征状，对病者的实际帮助并不大。 
据她说开始隔离的一二天大家都留在自己的房间，
后来大家开始交往，但都戴著口罩。5 月 8 日解
除隔离，大家都庆祝一番。这些被隔离的人竤都
没有患上流感，实际上没有隔离都无事。而万一
这些人因隔离时聚在一起都患上流感，对他们公
平吗？
香港政府这样做，可能是被禽流感传人事件，和
被 2003 年的非典冠状病毒疫情吓怕了。
什么是猪流感来源呢？有人说这次猪流感的基因，
含有人流感、禽流感、猪流感的成份。而病毒的
八个基因组主要是来源於猪。
墨西哥最初的病人是住在养猪场附近。


